
我院代表团赴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洽谈

职业教育合作 

 

为贯彻《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

（中办发[2016]10 号）关于实施“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推进

沿线国家教育合作的战略部署，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发展

战略和北京市建设“四个中心”的总体部署，助力北京市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交流与合作，提升我院职业教育

国际化发展水平，2019 年 1月 20日至 29日，由院长李继延

同志任团长的我院职业教育对外交流访问团一行 3 人，先后

赴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与相关院校及企业就建立

职业教育合作平台、招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和教

师来院学习等事宜进行了交流洽商。 

此次交流访问历时 10 天，先后访问了泰国威港江工业

和社区学院、泰国曼谷旅游与工商管理学院、柬埔寨国家技

能培训学院、柬埔寨智慧大学、柬埔寨东南亚大学、马来西

亚新纪元大学学院等 6所院校；赴柬埔寨中资企业宁远（柬

埔寨）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进行了座谈，实地沿线国家的中资

企业人才需求和校企合作；与泰国和柬埔寨教育主管公务人

员进行了良好沟通，介绍了我院职业教育现状和留学生工作

开展情况。 

访问期间，我院交流访问团与相关院校和企业达成了多



项合作意向，进一步深化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 

一、访问院校和企业的情况介绍 

（一）泰国清莱威港江工业和社区学院 

清莱威港江工业和社区学院隶属于泰国教育局下属的

泰国职业教育委员会。该院以职业教育为核心，为当地培养

中专以及大专的技能人才，同时为当地社区人员提供各类职

业技能证书培训，是清莱当地重要的职业院校之一。 

该院设有汽车工程专业、电力专业、建筑专业、财会专

业、商务计算机专业、餐饮专业等。全院共有学生一千多人，

其中，全日制学生人数六百多人，中专设有三个年级，大专

设有两个年级。学院发展至今，凭借自身的区位优势，已与

中国的多所教育院校建立起紧密的合作。随着中国“一带一

路”倡议的提出，清莱威港江工业和社区学院正以积极的姿

态和崭新的面貌迎接来自八方的伙伴，努力借助身的优势为

清莱当地社会培养优秀的职业技能型人才。 

（二）泰国曼谷旅游与工商管理学院 

曼谷旅游与工商管理学院，位于泰国首都曼谷空萨万区。

该院隶属于泰国教育局下属的泰国职业教育委员会，于泰国

佛历 2535 年，也就是公元 1992 年由教育局局长科.萨瓦迪

帕尼博士发起建立。曼谷旅游与工商管理学院建立的目的是

为泰国的酒店业和旅游行业培养职业人才。 

曼谷旅游与工商管理学院是泰国三所公立工商管理旅



游学院中的第一所，也是最好的一所。目前学生人数为 1500

人左右，占地面积约 135 亩。 

该院为社会培养中专和大专两个层次的人才。设有财会

专业、商务计算机专业、外语专业、文秘专业、工商管理专

业、市场营销专业、零售贸易专业、酒店专业、旅游专业、

艺术专业等。现如今，学院已经获准成为泰国导游职业资格

培训的培训地点以及证书颁发单位。 

（三）柬埔寨国家技能培训学学院 

国家技能培训学院(NTTI)是柬埔寨在劳工和职业训练

部的管辖下提供技术职业教育和训练的众多高等教育机构

之一。在 2009-2010 学年，NTTI 共接待了约 300名参加技术

教师培训课程的教师学员，以及 1000 多名攻读土木工程、

电气工程、电子、建筑和信息技术等专业学位的学生。此外，

它还开展汽车 CAD、测量、基础计算机等许多短期课程。 

NTTI 拥有 56 名全职员工，他们拥有博士、硕士、学士

和副学士学位或大专学历，同时，行政、维护和合同制员工

也为学院发展提供了支持。除此之外，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被

派往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日本、印度、泰国、印度尼

西亚、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越南、老挝、菲律宾和缅

甸攻读学位和参加短期课程。此外，该研究所与柬埔寨和国

际建筑公司、电力公司、私立和公立教育机构、外国大学和

政府各部保持着广泛的联系。 



NTTI 占地 10 公顷，位于首都金边的俄罗斯联邦大道，

距市中心约 6公里。 

（四）宁远（柬埔寨）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宁远（柬埔

寨）房地产有限公司 

宁远（柬埔寨）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宁远（柬埔寨）房

地产有限公司是由原上海建工集团柬埔寨援助项目组项目

经理许江涛先生在 2009 年离职后创立。现公司经营领域涉

及海岛土地、房地产、旅游、文化传媒、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等。许江涛先生目前在柬担任柬华理事总会青年团理事、柬

埔寨合肥之友联谊会秘书长。他与柬埔寨一位勋爵携手促成

了合肥市和金边市缔结为友好城市，推动了中柬的两市相互

交流访问，为中柬关系不断深化做出了贡献。 

（五）柬埔寨智慧大学 

柬埔寨智慧大学(Pannasastra University of Cambodia)

是柬埔寨著名的大学，也是该国唯一一所国际化的大学，全

英文教学是其特色之一。 

柬埔寨智慧大学的教师与管理人员主要由留学西方的

回国人员组成，校长 CHEA SAN CHANTHAN 先生曾在美国工作

生活过 20 余年，其教师来自世界各地。该校具有学士、硕

士、博士授予权，学校对学生实施学分制管理。目前学校拥

有 10 个校区，在校生超过 30000人。 

到 2012年 7 月为止，柬埔寨智慧大学已与世界上 19 个



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我国海洋一所与智慧大学签署的合作

协议是中柬两国在海洋领域的首个合作协议，开创了两国海

洋领域科技合作的先河。 

（六）柬埔寨东南亚大学 

东南亚大学于（USEA）2006 年 7月 7 日由 4位柬埔寨股

东成立，是为了响应柬政府教育发展计划，加强高等教育建

设和提高人力资源培养水平。该大学位于柬埔寨暹粒省，距

离柬埔寨首都金边约 314 公里。暹粒省是柬埔寨重要的经济

区域之一。因为它有丰富的古代寺庙和其他景点，吸引着当

地和国际游客。 

柬埔寨教育、青年和体育部(MOEYS)于 2007 年 7月 9 日

颁布 PRAKAS 第 802 号法令，承认了 USEA，并通过由洪森首

相阁下正式签署的第 63号法令予以承认。USEA在 2006-2009

年和 2010-13 年获得柬埔寨认证委员会(ACC)的双重认证。

学校现有在校生 2980 人，本科生 2780 人，MBA 200 人。排

名前三的学院是:商业与旅游学院，艺术、人文与语言学院

和科学与技术学院。毕业生就业率为 95%。 

（七）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 

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坐落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乌

鲁冷岳区加影的华侨山岗上，占地 8.5 英亩，1997 年由董

教总教育中心 (非营利)有限公司创办，由全马热心华文教

育的人士集资建设而成。该校办学理念为“多元开放，成人



成才；源自社会，回馈社会”，办学愿景为“致力于把新纪

元大学学院发展成为世界级的民办高等学府”。 

新纪元大学学院目前设有 3 个学院与 9 个科系。3 个学

院为文学与社会科学院、媒体与艺术学院以及商业与资讯工

艺学院。9 个科系则是中国语言文学系、辅导咨商与心理学

系、教育系、媒体研究系、美术与设计系、戏剧与影像系、

商学系、金融与会计系以及电脑科学与资讯工艺系。除了学

士和专业文凭课程，新纪元大学学院也正在筹备开设硕士和

博士课程。 

2017 年 1月，新纪元学院获准升格为大学学院。 

二、取得的共识和合作意向 

（一）回访泰国清莱威港江工业和社区学院 

 2018 年 3 月 28日，威港江工业和社区学院代表团对我

院进行了访问交流，探讨了国际交流合作事宜。 

为了进一步落实合作意向，2019 年 1 月 21 日，我院交

流访问团回访了该校。威港江工业和社区学院院长 Mr. 

PORNPECH PANWONG 及各教学系负责人、专业教师、学生代表

隆重欢迎了我院交流访问团。双方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了商

谈，就选派留学生、教师培训等内容达成合作意向。  



 

图：清莱威港江工业和社区学院欢迎我院代表团来访 

 

 

图：合影 



（二）回访泰国曼谷旅游与工商管理学院 

 2019 年 1 月 22日，我院交流访问团回访了泰国曼谷旅

游与工商管理学院。此前的 2018年 3 月 28日，泰国曼谷工

商管理与旅游学院院长 PORNPECH PANWONG 等人曾来我院进

行过交流访问。 

回访中，泰国曼谷工商管理与旅游学院新任院长 MISS 

CHANTANA POTIKRUPRASERT 以及 3 名副院长、3 个教学系系

主任和9名专业教师代以及泰国曼谷企业代表隆重欢迎了学

院交流访问团，就下一步合作事宜进行了深入交流商谈，就

继续选派留学生来我院学习、教师培训、建立实训中心等事

宜形成了共识和合作意向。 

 

图：双方进行座谈交流 



 

图：参观实训基地 

 

图：合影 

 



（三）访问柬埔寨国家技能培训学学院 

 2019 年 1 月 23日，我院交流访问团访问了位于金边的

柬埔寨国家技能培训学院，柬埔寨国家技能培训学院院长

DR.YOK SOTHY，副院长 CHHAR KHEMARIN 及其他 4 所院校的

院长热情接待了学院代表团。双方及柬埔寨首相府人事部门

主管、在柬中资企业代表进行了座谈交流，就留学生教育与

教师交流等内容达成初步共识。 

 

图：双方进行座谈 



 

图：参观实训设备 

 

（四）访问在柬中资企业宁远（柬埔寨）投资顾问有限

公司 

 2019 年 1 月 24日，学院交流访问团前往位于金边的中

资企业宁远（柬埔寨）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进行交流调研。宁

远（柬埔寨）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江涛先生热情接待

了学院访问团，双方就加强校企合作及人才需求等事宜进行

了座谈交流。 

宁远（柬埔寨）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愿意为我院在柬招收

留学生提供咨询和建议。 

双方希望加强合作，培养符合柬埔寨发展需要的留学生。 



 

图：双方进行座谈商谈 

 

 

（五）柬埔寨智慧大学 

 2019 年 1 月 25日，我院交流访问团访问了柬埔寨智慧

大学。柬埔寨智慧大学校长 CHEA SAN CHANTHAN、分校校长

PHANN KEARA 及教师代表和学院访问团、柬埔寨首相府人事

部门主管及在柬中资企业代表进行了热烈的座谈交流，就学

生交换等内容探讨双方合作的初步意向。 



 

图：双方进行座谈协商 

 

 

图：参观图书馆并和学生进行交流 



 

图：合影 

 

（六）柬埔寨东南亚大学 

 2019 年 1 月 25日，学院交流访问团对东南亚大学进行

了访问。东南亚大学国际交流项目负责人 MEAN SOTHY、社会

科学和法律系主任 HOUT KONGYOU 及教师代表热情接待了学

院访问团，双方进行了座谈交流。柬埔寨首相府人事部门主

管及在柬中方企业代表参加了座谈，双方就留学师生项目进

行商谈，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图：双方座谈交流 

（七）回访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 

2019 年 1 月 28 日，学院交流访问团对马来西亚新纪元

大学学院进行了回访。我院与新纪元大学学院有过多次交流，

2017 年 1 月曾组团赴该校访问，开启了两校间的交流合作，

2017 年 5 月和 2018 年 7 月，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分别

由副校长和校长带队访问团访问了我院。2018 年 5 月新纪元

大学学院派出第一批留学生到我院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培训，

取得了良好的培训效果，双方均有进一步开展合作的意向。 

此次回访受到了新纪元大学学院热情接待，双方举行了

交流座谈会。校长莫顺宗博士、推广教育学院院长李泉氚、

公关暨国际交流处主任吴振声、副主任廖朝骥、进阶技能教

育系副主任颜建翔及教师代表参加了会议。双方就进一步开



展合作事宜进行了热情友好的交流，探讨了近期的合作项目

与未来的深度合作事项，取得了以下合作意向和共识：  

1、之前的留学生合作很成功，为下一阶段合作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2、2019 年，新纪元大学学院计划选派两个学生班和一

个教师班前往我院学习，留学生班学习时长大约 3 个月，教

师培训班学习时长大约 2 周。 

3、学习的专业涉及老年服务与管理、护理、电脑安全、

软件工程、物流、产后护理等，需根据学生具体情况再进行

确定。 

4、建议新纪元大学学院尽快申请、通过中国教育主管

部门的办学认证，在此基础上，双方可以尝试开展学历教育

合作，如“2+2”、“3+2”等模式。 

5、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在新纪元大学学院建立北京劳

动保障职业学院的海外分校。 

6、双方签署了下一阶段合作的协议。 



 

图：双方进行深入商谈 

 

图：双方签订合作协议 

 



 

图：参观新纪元大学学院 

 

此次出访，学院交流访问团和相关院校、企业进行了诚

恳、务实、广泛的探讨,取得了共识，形成了进一步合作的

意向。 

我院将根据出访达成的意向，尽快落实相关合作事宜，

保障交流访问成果最终能落地实施。 

 


